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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主題 內容 教師
1 07-Mar聆聽慈愛的召喚 - 先知書研讀 大先知書概覽 Rainbow
2 14-Mar宣講慈愛的信息 - 神的顯現 以西結精選 Rainbow
3 21-Mar認定慈愛的根源 - 神的聖潔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4 28-Mar對照慈愛的贖價 - 彌賽亞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5 04-Apr效法慈愛的使者 - 以西結 以西結精選 Rainbow
6 11-Apr反省慈愛的呵責 - 耶路撒冷 耶利米精選 Anthony
7 18-Apr透析慈愛的逆轉 - 亡國被擄 耶利米哀歌 Anthony
8 25-Apr了解慈愛的應許 - 審判列國 以西結精選 Rainbow
9 02-May建立慈愛的堅城 - 耶利米 耶利米精選 Anthony

10 09-May領受慈愛的見證 - 歸回安息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11 16-May重拾慈愛的盼望 - 盟約更新 耶利米精選 Anthony
12 23-May實現慈愛的計劃 - 永恆的盼望 以賽亞精選 Rosaline
13 30-May承擔慈愛的使命 - 信心行動 但以理精選 Rainbow



第一堂之補充材料



今堂之補充材料



第二課: 宣講慈愛的信息 - 神的顯現
´(1) 以西結是怎樣的先知
´(2) 以西結書之結構
´(3) 以西結書之背景
´(4) 開始時之重要信息：神的顯現



以西結是怎樣的先知
´祭司

´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 (Ez 1:3b)
´當三十年四月初五日 (Ez 1:1) 

´在異鄉蒙召當先知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
的兒子祭司以西結；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Ez 1:3)



以西結是怎樣的先知
´祭司
´在異鄉蒙召當先知
´非常被動、神採取主導

´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站起來，我要和你說話。2他對我說話的時
候，靈就進入我裡面，使我站起來，我便聽見那位對我說話的聲
音。(Ez 2:1-2)

´他對我說：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這書卷，好去對以色列
家講說。2於是我開口，他就使我吃這書卷，3又對我說：人子啊，
要吃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覺得
其甜如蜜。(Ez 3:1-3)

´於是靈將我舉起，帶我而去。我心中甚苦，靈性忿激，並且耶和
華的靈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Ez 3:14)



以西結是怎樣的先知
´祭司
´在異鄉蒙召當先知
´非常被動、神採取主導
´喪妻之經歷作預兆，比喻以色列家將經歷的，讓他們想起
就知道要敬畏神 (Ez 24:16-24)
´人子啊，我要將你眼目所喜愛的忽然取去，你卻不可悲哀哭泣，
也不可流淚，17只可歎息，不可出聲，不可辦理喪事 …，晚上我
的妻就死了。 … 我必使我的聖所，就是你們勢力所誇耀、眼裡
所喜愛、心中所愛惜的被褻瀆，並且你們所遺留的兒女必倒在
刀下。 … 那事來到，你們就知道我是主耶和華。



以西結是怎樣的先知
´祭司
´在異鄉蒙召當先知
´非常被動、神採取主導
´喪妻之經歷作預兆

´不得不宣講神的信息
´ 17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
替我警戒他們。18我何時指著惡人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
也不勸戒他，使他離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罪孽
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19倘若你警戒惡人，他仍不轉
離罪惡，也不離開惡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
罪。(Ez 3:17-19)



以西結是怎樣的先知
´祭司

´在異鄉蒙召當先知

´非常被動、神採取主導

´喪妻之經歷作預兆

´不得不宣講神的信息

´以西結 = 神加力 / 使剛強 God strengthen/toughens (wordplay)
´ 原來以色列全家是額堅心硬的人。8看哪，我使你的臉硬過他們的臉，使你
的額硬過他們的額。9我使你的額像金鋼鑽，比火石更硬。他們雖是悖逆之
家，你不要怕他們，也不要因他們的臉色驚惶。11你往你本國被擄的子民那
裡去，他們或聽，或不聽，你要對他們講說告訴他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Ez
3:7b, 8-9,11)

´ 他們是悖逆之家 (Ez 3:26,27) 

´ 他們來到你這裡如同民來聚會，坐在你面前彷彿是我的民。他們聽你的話
卻不去行；因為他們的口多顯愛情，心卻追隨財利。(Ez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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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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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之結構
可簡單分為三大部份
´Ez 1-24: 對以色列民的審判
´Ez 25-32: 對周邊國家的審判
´Ez 33-48: 以色列民之盼望

´33-39: 以色列民之盼望
´40-48: 復興聖殿之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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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之背景



以西結書之背景 (597 – 571 BC)
´巴比倫王Nabopolassar（625-606BC）領導的巴比倫帝國崛起
´猶大王約雅敬（Jehoiakim）先是作為埃及的附庸 (vassal)，後來亦
成為巴比倫的附庸。他的兒子約雅斤（Jehoiachin）也成了巴比倫的
附庸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605-562 BC）於主前597年入侵耶路
撒冷，並將當地的精英, 包括以西結先知一起擄到巴比倫

´尼布甲尼撒將西㡳家 (Zedekiah) 放在猶大的寶座上作王
´西底家王巴結鄰國要反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立即領軍圍耶路撒冷城，
耶路撒冷城最終在主前586年淪陷，城市和聖殿都被焚毀。另一批猶
大的精英被擄到巴比倫。



以西結書之背景 (597 – 571 BC)
被擄的意思 (巴比倫的策略):
1. 防止附庸作進一步的叛亂

´ 留在耶路撒冷城乃最貧窮的，看守徹底被毀壞之地土，困苦流離。
漸漸，他們對被擄的弟兄產生隔幕、甚至反感

´ 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對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
親屬、以色列全家，就是對大眾說：你們遠離耶和華罷！
這地是賜給我們為業的。(Ez 11:15)

2. 將他們融入巴比倫社會的結構、同化外族，使巴比倫更強
盛



以西結書之背景 (597 – 571 BC)
被擄的意思 (巴比倫的策略):
1. 防止附庸作進一步的叛亂
2. 將他們融入巴比倫社會的結構、同化外族(Assimilation)，

使巴比倫更強盛
´被擄的可集結，卻不能保持他們的語言及宗教信仰

´近東文化不能分開之概念：地 - 國 - 神(聖殿)
當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城淪陷，聖殿被毁時，以色列民最後僅有的盼望也
幻滅

讓我們從 Ps 137看看被擄之民在巴比倫之心情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
2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3因為在那裡，擄掠
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
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罷！4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
華的歌呢？5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
手忘記技巧！6我若不記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
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7耶路撒冷
遭難的日子，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這仇！8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
啊，報復你像你待我們的，那人便為有福！9拿你的
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有福！(Ps 137)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
了。2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3因為在那
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
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罷！4我們怎
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5耶路撒冷啊，我若
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6我若不記念
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
我的舌頭貼於上膛！7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
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耶和華啊，
求你記念這仇！8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報
復你像你待我們的，那人便為有福！9拿你的嬰
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有福！(Ps 137)

憤怒，羞辱，淒涼，悲痛，創傷，
苦毒，仇恨，想報復…

就是在這個最痛苦絶望
的時候、神出人意外地
向祂的子民顯現

Souce of picture: Plato Terenter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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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顯現 (Ez 1:4-28)
顯現大概包括以下部份:
´開始 (Introduction): v. 4
´四個活物 (4 Beings): vv. 5-14
´四輪 (4 wheels): vv. 15-21
´穹蒼與寶座 (the platform and throne): vv. 22-27
´結論 (conclusion): v.28



神的顯現 (Ez 1:4-28)



神的顯現 (v.4 - Intro)
神之顯現通常有煙，雲，火，光，風暴，明亮，閃耀，閃閃發
光… 

´我觀看，見狂風從北方颳來，隨著有一朵包括閃
爍火的大雲，周圍有光輝；從其中的火內發出好
像光耀的精金 (Ez 1:4) 



神的顯現 (vv. 5-14  四個活物)
對於以色列人的象徵意義 (Symbolic significance)
´獅子：力量，勇猛
´鷹：最快，最莊重的鳥，眼睛清晰
´牛：最有價值的家畜, 有生育力和神性
´人類：神的形像，充滿了神聖的威嚴
這些形像表達了神全知全能的屬性。有四個臉之活物
(cherubim基路伯 in ch 10) 背著神聖寶座宣稱，耶和華具有
像獅子的力量和威嚴，有像鷹的快捷和莊重，有像牛的再生能
力及靈性，亦有像人類的智慧和理性。



神的顯現 (vv. 15-21  四輪)
繼續以形像表達神的特徵及屬性
´輪內有輪, 難以想像的畫面
´輪輞周圍滿有眼睛 (v18): 象徵神的全知
´靈往哪裡去，活物就往那裡去；活物上升，輪也在活物旁邊
上升，因為活物的靈在輪中。(v20): 強調是神的靈讓車輪跟
活物同步、並來去自如



神的顯現 (vv. 22-27  穹蒼與寶座)
仍是難以想像/形容的畫面: 目光從穹蒼à響聲à寶座à人的形狀à
虹的光輝à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
´ 22活物的頭以上有穹蒼的形像，看著像可畏的水晶，
鋪張在活物的頭以上。23穹蒼以下，活物的翅膀直
張，彼此相對；每活物有兩個翅膀遮體。24活物行
走的時候，我聽見翅膀的響聲，像大水的聲音，像
全能者的聲音，也像軍隊鬨嚷的聲音。活物站住的
時候，便將翅膀垂下。25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
有聲音。他們站住的時候，便將翅膀垂下。26在他
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像，彷彿藍寶石；
在寶座形像以上有彷彿人的形狀。27我見從他腰以
上有彷彿光耀的精金，周圍都有火的形狀，又見從
他腰以下有彷彿火的形狀，周圍也有光輝。



神的顯現 (v. 28  結論 )
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我一看見就俯伏在地，又聽見一位
說話的聲音。(v28b)
´出於祭司背景的以西結，應該對看到的異象有些概念，但他
完全不知所措

´或許是因為沒有人敢用人的造形代表耶華神，並用些奇怪的
活物，用寶座運送神到異國出現



神的顯現
神在絶景中(最意想不到的情形下)顯現 - 今天對我們的意義？
´沒想過神顯現、同在、介入的時刻
´神是全知全能，我們亦難以想象祂對我們的愛有多深
´神會責備我們、甚至懲罰我們、要我們知錯悔改，但神不是
要我們永遠被定罪，被關在罪疚的監獄裏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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